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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蜂窝网络、TCP/UDP 

ModbusRTU/TCP 互转 

产品概述 

A600-CAT1(04)-TTL 是 一 款 支 持 TDD-LTE(B34/B38/B39/B40/B41) 、 FDD-

LTE(B1/B3/B5/B8),并具有高稳定性，工业级全网通无线通信模块。模块支持 TCP/UDP

透传模式，可以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模块支持 modbus RTU 与 modbus TCP

两种协议的自动转换，提高了设备互联兼容性。模块支持 MQTT 透传模式，可连

接标准 mqtt 服务器、阿里云服务器和 OneNet 服务器，可广泛应用到物联网设备

上。模块使用串口 AT 指令配置参数。 

名词和术语解释 

⚫ 分包机制 

➢ 串口打包长度：一种成帧机制，串口打包数据包的最大长度。模块持续收到数据，并不断存入内部缓

冲区，并且内部缓冲区中数据长度大于该长度，模块将会把数据打包并发送。 

➢ 串口打包时间：一种成帧机制，串口缓冲区内的数据未满串口打包长度，但串口空闲达到该设置时

间，模块将会把数据打包并发送。 

⚫ AT 指令 

➢ 串口 AT 指令：串口输入的 AT 指令。串口 AT 指令是模块的基本功能，用于配置参数和执行相关动

作。 

⚫ 参数 

➢ 当前使用参数：模块当前运行参数，该参数保存在 FLASH 中，每次上电，模块从 FLASH 加载。 

➢ 用户默认参数：该参数作为一套用户备用参数，用户可以将当前参数保存为用户默认参数。 

➢ 出厂参数：出厂参数，该参数只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无法解决的现象，可尝试恢复出厂设

置来尝试解决。一旦恢复出厂设置，当前使用参数和用户默认参数都会被设定为出厂参数。 

⚫ 网络连接和数据传输 

➢ 重传次数：当数据发送失败，模块重传数据的最大次数。超过该次数，或在重传过程中超过缓存时

间，模块将删除这包数据。 

➢ 缓存时间：一包数据在发射缓冲区滞留的最长时间。超过时间，模块将会删除发射缓冲区里面的数

据。 

➢ 短连接：一种限定保持连接时间的机制。当模块和服务器之间进行完数据通信，开始计时。在规定的

时间没有通讯，模块会主动断开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 唤醒连接：模块需要和服务器通讯时，触发连接服务器的机制。用户可通过串口数据触发重新连接。 

➢ 断开重连时间：为防止长时间无数据交换而导致数据发送失败，从收发完数据开始计时到该设定时

间，模块主动断开连接，并重新建立连接。 

 

⚫ 心跳包、注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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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包：一种保持与服务器长连接的机制包。一般情况下，一段时间没有和服务器进行通讯，服务器

就会主动断开和模块之间的网络连接。如果用户想要长时间和服务器保持连接，可以只用心跳包，模

块就会在网络空闲时定时向服务器发送参数规定的数据到服务器。 

➢ 注册包：一般是一种模块识别机制包。如果用户的服务器有身份识别机制，用户可以配置模块连接网 

➢ 络时或者每包数据前发送有关身份识别的数据包， 

 

 

 

⚫ MQTT 

➢ 保活时间：mqtt 模式下一种长连接机制。当设备和服务器长时间未通讯，将每隔保活时间发送心跳包

到服务器来保持连接可靠。 

➢ 清除会话：服务器是否在客户端断开之后继续储存保持客户端的订阅状态。包括连接丢失时，服务端

正在发送客户端订阅的 Qos1 消息和 Qos2 消息，当客户端重新订阅时发送。 

➢ 持久消息：发布的消息是否需要持久保存，以便新的订阅者可以收到上一条消息。 

➢ Qos：消息等级，消息等级为 0，代表只发送一次，不管是否收到。消息等级为 1，代表至少发送一次。

消息等级为 2，代表确保只成功发送一次。 

➢ 订阅：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需要话题相关的消息。 

➢ 发布：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指定话题相关的消息。 

➢ Topic：话题，代表众多消息的一个分类名，订阅者可以向该类名表征的话题发送数据，只有订阅了该

话题的订阅者(设备)才会收到该消息。 

 

 

⚫ [CR][LF] 

➢ “[CR]”代表字符“\r”, “[LF]”代表字符“\n”。这两个字符的组合在模块通讯数据中被用作一条指

令的结束标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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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征 

⚫ 4G-CAT1 全网通数据网络 

➢ LTE-FDD：B1/B3/B5/B8 

➢ LTE-TDD：B34/B38/B39/B40/B41 

➢ 自适应网络制式、频段 

⚫ AT 指令配置 

➢ 串口 AT 指令 

➢ 短信 AT 指令 

⚫ 云配置 

⚫ RSSI 读取 

⚫ 通讯方式 

➢ TCP/UDP 透传 

➢ MudbusRTU/TCP 转换 

➢ MQTT 透传 

⚫ 串口通讯 

➢ 支持串口波特率 1200、2400、4800、

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230400bps，默认波特率 115200bps 

➢ UART1、UART0 独立双串口 

➢ 连续传输，串口数据自动分包 

➢ 打包时间可配置 

➢ 打包长度可配置，最大 1024bytes 

➢ 支持串口心跳包 

⚫ TCP/UDP 通讯 

➢ 每个串口支持 2 路 Socket 通道 

➢ UART1 串口对应 1、2 Socket 通道 

➢ UART0 串口对应 3、4 Socket 通道 

➢ 每通道 10KB 发送缓存 

➢ 缓存数据超时清除 

➢ 短连接，断线后可通过串口数据唤醒 

➢ 支持数据重传，重传次数可配置 

➢ 支持心跳包、注册包功能 

➢ 掉线重连 

➢ 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可配置 

⚫ Modbus RTU 与 Modbus TCP 协议转换 

⚫ MQTT 通讯 

➢ 标准 mqtt v3.1 协议 

➢ 阿里云 

➢ OneNet 

➢ 每个连接可订阅 3 个 topic 

➢ 串口数据可同时发布到 3 个 topic 上 

➢ 支持 will 消息 

➢ 支持自定义 cleanssion、retain、

keepalive、QoS 

⚫ 升级 

➢ 支持串口 UART0\UART1 升级 

➢ 支持 URL 升级(可使用串口或短信发送 URL) 

➢ 支持云平台升级 

⚫ 多种异常处理机制，保证模块长时间稳定运行 

⚫ 供电电压范围 5V~16V；3.4V~4.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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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接口 
 

4.1  

     模块对外接口为 30pin 双列直插，下图显示模块引脚排列顺序 

图 4-1：引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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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引脚定义 

    

1 GND - 地 

2 SIM_V PO USIM 卡电源 

3 SIM_R O USIM 卡复位 

4 SIM_D IO USIM 卡数据 

5 SIM_C O USIM 卡时钟 

6 SIM_DT I USIM 卡插入检测 

7 RELOAD I 模块配置接口:详见 4.4.2 章节 

8 PWR I 模块开关机： 详见 4.4.1 章节 

9 NC - 悬空 

10 DATA O 模块收发数据指示接口(Data) 

11 NET O 模块网络状态指示接口(NET) 

12 STATUS O 模块工作状态指示接口(STA) 

13 IO13 IO 通用输入/输出 

14 RXD1 I UART1 接收 

15 TXD1 O UART1 发送 

16 TXD0 O UART0 发送 

17 RXD0 I UART0 接收 

18 IO08 IO 通用输入/输出; UART0 转 RS485 时，可控制数据方向 

19 VIO PI 串口和 IO 口的匹配电压输入端: 

20 GND - 地 

21 BAT PI 
模块供电正极，DC 3.3-4.3V 

与 VCC 二选一，禁止同时使用 

22 VCC PI 
 模块供电正极，DC 5-16V 。 

与 BAT 二选一，禁止同时使用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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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ND - 地 

24 DN IO USB 数据-  （调试用） 

25 DP IO USB 数据+  （调试用） 

26 DET  USB 电源，用于 USB 检测  （调试用）,接 VBUS 

27 NC  悬空 

28 NC  悬空 

29 NC  悬空 

30 IO11 O 模块配置状态指示接口（SET）：指示 reload 操作情况 

 

4.2  

模块可选用两种供电方式，DC5~16V 和 DC3.4V~4.2V 供电。两种供电方式二选一,不可同时使用 

 DC5~16V 

电源输入范围为 5V-16V，推荐电压为 12VDC。峰值供电电流为 700mA，要求电源供电 

力至少达到 1A/12V。模块电源引脚前建议增加 220uF 储能电容，示意图如下。 

 

图 4-2：DC5-16V 供电示意图 

 DC3.4~4.2V 

为保证模块正常工作，系统电源 VBAT 需要保证在 3.4-4.2V（典型 3.8V）范围内。 

当模块在 4G 网络最大发射功率下工作时，现网下的瞬态工作电流能达到 2A,并可能引起电源电压跌落。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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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需要保证模块电源电压不能低于 3.4V，必须保证外部电源供电能力不小于 2A。 

外部供电 LDO 或者 DCDC 选型建议器件能够输出 2A 以上电流，而且在 VBAT 上至少并联 3 颗 220uF 

储能电容。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4-3：DC3.8V 供电示意图 

 

4.3  

模块提供 4 个 LED 输出指示接口，用于显示模块的工作状态。模块指示灯工作状态如下表。 

表 4-2：LED 指示灯描述 

指示灯 引脚号 工作模式 LED 状态 模块状态 

NET 11 任何模式 
快闪 200 ms 亮/800 ms 灭 网络未注册 

慢闪 200 ms 高/1800 ms 灭 网络已注册 

Data 10 任何模式 
亮 有网络数据接收或发送 

熄灭 无网络数据接收或发送 

STA 12 

AT 指令模式 常亮 模块处于 AT 指令模式 

通讯模式 
闪烁 有 socket 连接的动作 

熄灭 没有 socket 连接的动作 

SET 30 

RELOAD 拉低时间大于 40ms 小于 1s 亮 0.5s 复位模块 

RELOAD 拉低时间大于 2s 小于 4.5s RELOAD 保持低电平 2S 后期间亮 串口参数复位 

RELOAD 拉低时间大于 5s 小于 15s 1HZ 频率闪烁三次 恢复出厂设置 

RELOAD 默认高电平 熄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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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LED 指示引脚参考示意图 

 

 

 

4.4  

 开关机接口（PWR） 

模块通过 PWR 引脚实现开关机。低电平有效。 

表 4-3：开关机接口定义 

功能 引脚状态 操作 

开机（Ton） 低电平（模块关机时） 将 PWR 引脚拉低 50ms （典型值） 

关机（Toff） 低电平（模块开机时） 将 PWR 引脚拉低 2.5s  （最小值） 

当模块处于关机状态下，拉低 PWR 引脚 50ms，模块开机。模块在开机状态下，拉低 PWR 至少 2.5s 后释放，

模块执行关机流程。关掉模块到再次开机，中间至少间隔 4s. 

 复位接口(RELOAD) 

模块通过 RELOAD 引脚实现复位、恢复出厂设置，恢复串口参数，低电平有效。RELOAD 参考电路如下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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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RELOAD 引脚参考示意图 

 

复位时序图 

RELOAD 拉低时间大于 40ms 小于 1000ms，认为是复位操作，如果小于 40ms 则认为是误动作，大于

1000ms 则可能是其他操作，不会进行复位操作。 

RELOAD 电平时序如下： 

图 4-6 

 

符号 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T 保持低电平时间 T 40 1000 ms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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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参数复位时序图 

RELOAD 拉低，此时模块会开始计时，如果拉低的时间大于 2s，设置 SET LED 灯亮，如果在 4.5s 之前松

开，SET LED 熄灭，认为是串口参数复位，如果大于 4.5s 则可能是其他操作，不会进行串口参数复位操作。 

RELOAD 电平时序如下： 

图 4-7 

 

符号 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T 保持低电平时间 T 2 4.5 s 

表 4-5 

 

恢复出厂设置时序图 

RELOAD 拉低，此时模块会开始计时，如果按下的时间大于 5s 小于 15s，认为是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如

果小于 5s 则不会执行此动作，大于 15s 也不会执行此动作。 

RELOAD 电平时序如下： 

图 4-8 

符号 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T 保持低电平时间 T 5 15 s 

表 4-6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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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模块提供两路 UART 通讯接口，最大传输速率为 230400，默认电平为 3.3V，兼容 5V 电平时，在 VIO 引脚

上外接 5V 供电即可。 

串口名 Socket 通道  

UART1 1、2 Socket 通道  

UART0 3、4 Socket 通道  

表 4-7 

 

数据传输时序图 

如果用户使用 UART0 外接 RS485，则收发数据不能同时进行，该模块在串口空闲时 RS485 总线一直处于接收

状态，当如果要从 RS485 总线向模块发送数据，必须在模块发送完数据后 T1 时间以后才能从 RS485 串口输入数

据。 

UART0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时序图： 

图 4-9 

 

 

符号 说明 最小值 

T1 等待最后一包数据发送完成，确保模块处于空闲 1ms 

表 4-8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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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切换时序图 

模块从通讯运行模式切换到 AT 指令模式都采用相同的方式。即先保持串口空闲，时长为用户设定的串口打包时

间，从串口输入用户设定的串口控制帧，保持串口空闲至少一个串口打包时间，模块重启，进入 AT 指令模式。所有

LED 灯闪烁 3 次后，串口可发送 AT 指令。 

使用网络 AT 指令，须要连接配置服务器，连接时 STA 闪烁，连接成功后，模块的 STA 灯不再闪烁，代表可以

开始使用网络 AT 指令。 

命令模式切换到通讯模式，要使用 AT 指令：AT+UTWKMODE=WORK， AT+UTRESET。 

从其他状态切换到命令模式的时序图如下： 

图 4-10 

 

符号 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T1 等待最后一包数据接收完成，确保接收处于空闲 15 —— ms 

T2 保持串口接收引脚空闲 15 ------ ms 

表 4-9 

 

4.6  SIM  

模块提供 USIM 接口，符合 ISO7816 标准，支持 1.8V/3V SIM 卡。 

模块已集成 SIM 卡功能，可直接使用，同时 SIM 卡接口引脚已引出，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计，设计示

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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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USIM 卡座布局靠近模块 USIM 接口，走线过长会影响信号质量； 

USIM_CLK 和 USIM_DATA 走线包地； 

USIM_VDD 并联 33pF 和 100nF 电容到地，如果 USIM_VDD 走线过长，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4.7uF。USIM_CLK、USIM_DATA 和 USIM_RESET

上并联 33pF 到地，防止射频信号干扰； 

建议 USIM_DATA 通过 10K 电阻上拉到 USIM_VDD，增加 DATA 线驱动能力（模块内部已加）； 

建议在 USIM 卡座附近设计 ESD 保护，TVS 管选型 Vrms 为 5V，寄生电容小于 10pF，布局位置尽量靠近卡座引脚； 

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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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特性 

参数 
取值范围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输入电压 
VCC 5V 12V 16V 

BAT 3.4V 3.8V 4.2V 

工作温度 -30℃ ----- +75℃ 

功耗(仅供参考) 
待机电流：20mA@12V                                  待机电流：60mA@3.8V 

传输电流：500mA@12V    （瞬时峰值）                 传输电流：1.58A@3.8V 

工作频段 

FDD-LTE(B1/B3/B5/B8)、 

TDD-LTE(B34/B38/39/40/41)， 

可以根据环境自动地搜寻四个网络中的频段。 

发射功率 
Class 3（23dBm±2dB）for LTE-TDD  

Class 3（23dBm±2dB）for LTE-FDD  

LTE特性 

Cat 1 

支持1.4/3/5/10/15/20 MHz 射频带宽 

LTE-FDD：最大下行速率10 Mbps，最大上行速率5 Mbps 

LTE-TDD：最大下行速率 7 Mbps，最大上行速率4 Mbps 

SIM卡接口 支持的SIM卡：1.8V、3V 

 

表 5-1 

 

 

模块软件功能 

模块的 UART0 串口和 UART1 串口可独立工作，若模块处于 AT 指令模式，两串口可同时处理从串口

输入的 AT 指令。若处于通讯运行模式，则用户可让模块的两串口分别独立地处于 AT 指令模式、TCPUDP

模式、MQTT 模式。若某一数据通道设置的参数未通过校验，则此数据通道将强制进入 AT 指令模式。 

无论处于 AT 指令模式还是处于通讯运行模式，模块都可以接受短消息，模块收到短消息后，只会将

其视为 AT 指令来处理。 

 TCP/UDP 传输 

TCPUDP 模式下模块每个数据通道可连接两个 socket，若此两个 socket 同时打开，则从串口输入到

模块的数据将被同时传输到两个 socket 对应的服务器上，从这两个服务器下发的数据将都从此数据通道

的串口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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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透明传输 

 功能说明 

用户通过串口向模块发送一帧数据，模块不对数据做任何增减，原样将数据传输到服务器。服务器下

发的数据模块不作修改地传输给串口设备。模块一共支持 4 个 socket 同时连接，其中 socket1 和 socket2

被绑定在 UART0 串口上，从 UART0 串口输入的数据可以被传输到 socket1 和 socket2 对应的服务器上，

从 socket1 和 socket2 对应的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只会从 UART0 串口输出。Socket3 和 socket4 被绑定在

UART1 串口上，从 UART1 串口输入的数据可以被传输到 socket3 和 socket4 对应的服务器上，从 socket3

和 socket4 对应的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只会从 UART1 串口输出。每一个 socket 都可以被设置成运行或者

关闭状态，如果 socket 被设置为关闭，串口收到数据将不会被发送到关闭的 socket 对应的服务器上面。 

 模块设置 

以下为使用 socket1 进行数据纯透传的配置，其中步骤 2、3、4、5、6 为必要配置项（短信 AT 指令可省

略 1 步骤，下同），其他 TCPUDP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此处不作描述： 

1. 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 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 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 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 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址

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 发送”AT+ETHCH1SERM =DISABLE”命令，关闭 Socket1 modbusRTU/TCP 协议转换。 

7. 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6.1.2. Modbus 协议转换 

 功能说明 

此功能主要实现设备通讯的协议兼容性。其中 A 设备使用 Modbus RTU 协议进行通讯，B 设备使用

Modbus TCP 协议进行通讯。如果不使用协议转换功能那么将无法识别彼此的数据，如果 A 设备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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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使用 Modbus RTU 转 Modbus TCP 功能，那么 A 设备发送 Modbus RTU 格式的数据时，B 设备就

会收到 Modbus TCP 格式的数据，B 设备发送 Modbus TCP 格式的数据，A 设备会接收到 Modbus RTU

格式的数据，从而实现了不同协议设备的兼容互联。 

下面列举一个实例，以便用户理解和更好的使用此功能。 

 

Modbus RTU 与 Modus TCP 读寄存器数据一般格式： 

设备 MBAP 报文头 地址码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数量 CRC 校验 

Modbus RTU 设

备 

无 01 03 01 8E 00 04 25 DE 

Modbus TCP 设备 00 00 00 00 00 06 00 无 03 01 8E 00 04 无 

表 7-1-1 

Modbus RTU 与 Modus TCP 写寄存器数据一般格式： 

设备 MBAP 报文头 地址码 功能码 寄存器地

址 

寄存器数

量 

数据长

度 

正文 CRC 校验 

Modbus RTU 设备 无 01 10 01 8E 00 01 02 00 00 A8 7E 

Modbus TCP 设备 00 00 00 00 00 09 00 无 10 01 8E 00 01 02 00 00 无 

表 7-1-2 

 模块设置 

以下为使用 socket1 作为 modbusRTU/TCP 协议转换的必要配置项，在 TCPUDP 模式下的其他参数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SERM =ENABLE”命令，打开 Socket1 modbusRTU/TCP 协议转换。 

7．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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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断开重连接 

 模块设置 

以下为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 30s 的参数配置流程，TCPUDP 模式下的其他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此

处不作描述。 

（注意：用户同时打开使用断开重连、心跳包、短链接功能时，生效优先级为：心跳包、断开重连、

短连接。若要使用断开重连，请将心跳时间时间设为 0）.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STC=0“,关闭短链接功能。 

7．发送”AT+ETHCH1RECONTM=30”命令，设置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为 30s。 

8．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6.1.4. 缓存时间 

缓存时间主要运用于当有较多数据保存在缓冲区不能被成功发送的情况，为防止后续数据没有缓存空

间，每间隔缓存时间的间隙，将删除缓冲区中最先收到的一包数据。 

 模块设置 

以下为 socket1 使用缓存超时时间为 30s 的参数配置流程，TCPUDP 模式下的其他参数根据实际情

况配置，此处不作描述。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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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CACHT =30”命令，设置缓存超时时间为 30s。 

7．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6.1.5. 心跳包 

 模块设置 

以下为 socket1 使用心跳包的设置步骤，其中步骤 2、3、4、5、6 为 TCP 模式使用心跳的必要配置

项，其他 TCPUDP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此处不作描述。 

（注意：用户同时打开使用断开重连、心跳包、短链接功能时，生效优先级为：心跳包、断开重连、

短连接。若要使用心跳包，请将心跳时间设为大于 0）.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

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HTP=30，617368696E696E67”，设置 socket1 的心跳时间间隔为 30s（如

果设置为 0 则关闭 socket1 的心跳包功能）,心跳包数据为 617368696E696E67（ashining 的 HEX）。 

7、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6.1.6. 注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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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设置 

以下为 socket1 使用注册包的设置步骤，其中步骤 2、3、4、5、6 为 TCP 模式使用注册包的必要配置项，

其他 TCPUDP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此处不作描述。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RGP=CONN，617368696E696E67”，设置 socket1 连接时发送注册包,注

册包数据为 617368696E696E67（ashining 的 HEX）。 

7．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6.1.7. 短连接 

短连接功能主要用于降低流量、减少服务器上同时在线的设备数量，从而使得服务器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 

当用户使用短连接功能，必须关闭心跳包功能，关闭断开重连。用户设定好自动断线时间后，一旦连

接刚刚建立或者数据发送完毕，开始计时，到达断线时间后，模块自动断开该 socket 连接。 

若想要重新连接此服务器，用户可以通过串口数据唤醒上线。 

（注意：用户同时打开使用断开重连、心跳包、短链接功能时，生效优先级为：心跳包、断开重连、

短连接。若要使用短连接，请将心跳时间、断开重连时间设为 0）. 

 模块设置 

以下为 socket1 使用短连接的设置步骤，其中步骤 2、3、4、5、6、7 为 TCP 模式使用短连接的必要

配置项，其他 TCPUDP 参数，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此处不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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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UTWKMODE=WORK”指令，设置模块处于通讯模式。 

3．发送”AT+UTCHMODE1=TCPUDP”指令，设置模块 UART0 通道工作在 TCPUDP 模式。 

4．发送”AT+ ETHSOCKEN1=ENABLE”命令，将 Socket1 打开。 

5．发送”AT+ETHCH1SP=TCP,”192.168.1.1”,80”命令，设置 Socket1 采用”TCP”连接，IP

地址为” 192.168.1.1”，端口号 80。 

6．发送“AT+ETHCH1HTP=0,XXXXXXXX”,设置心跳包为 0，关闭心跳包。 

7．发送”AT+ETHCH1RECONTM=0”,关闭断开重连功能。 

8．发送”AT+ETHCH1STC=30，设置 socket1 空闲自动断开连接的时间为 30s。 

9．发送”AT+UTRESET”命令，重启模块。 

 

 

 MQTT 传输 

 

模块支持三种 MQTT 模式，即标准 MQTT 模式、阿里云模式、OneNet 模式。标准 MQTT 模式是基

于 MQTT 3.1 标准协议开发的，用户可以基于此模式和自己的云平台通讯。阿里云模式用于连接阿里云平

台设备，用户只需要设置好 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即可连接到阿里云平台，不需要任

何复杂的加密计算。OneNet 模式用于连接 OneNet 云平台设备，用户只需要设置好 productId、deviceId、

devicekey 即可连接到 OneNet 云平台，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加密计算。 

模块 UART0 串口和 UART1 串口支持同时连接不同的 mqtt 服务器，每路串口支持同时订阅 3 个

topic，串口数据可同时被发布到三个不同的 topic。 

当设备连接到服务器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将被原样传输到每一个欲发布的 topic 上，若有设备订阅

了此 topic，则该订阅者设备将会收到此消息。若模块订阅了某个 topic，一旦有消息发布到订阅的 topic

上，此消息就会被模块捕获并从串口输出。 

 

 

6.2.1. 标准 MQTT 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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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MQTT 模式，支持用户自定义设置用户名、密码、clientID、保活时间(keepalivetime)、清除会

话(cleanssion)、订阅、发布、Qos、持久消息(retain)，Will 消息等参数。 

 

下面演示用模块连接泽耀云平台的过程： 

连接泽耀云平台前，用户需要先注册一个泽耀云账户，然后创建一个设备分组和设备，具体操作请登

录并参见泽耀云平台帮助文档。 

1、选择 MQTT 连接模式为 NORMAL，设置服务器 ip 地址为“cloud.ashining.com”,端口为：

1883。 

 

2、输入在泽耀云创建的设备参数，用户名、密码、ClientID。其中用户名为泽耀云平台注册登录

名，密码是创建设备时设置的设备密码，ClientID 是设备编号和用户名的组合（$(deviceId)&$(us 

erName)）,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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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订阅数据下发 topic： 

 

4、设置串口数据发送到数据上传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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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工作模式为通讯运行模式，设置 UART0 通道为 MQTT 通讯：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07/2022 

  www.ashining.com      

© 2022                                                 400-876-2288  

A600-CAT1(04)-TTL 
 

26 

 

6、重启，模块开始自动连接服务器，并订阅数据下发 topic，一旦有数据下发，模块将数据发送到

UART0 串口，从 UART0 串口输入的数据会自动发布到上传 topic 上。用户可在云平台的上下行数据日

志中看到收发的数据。 

 

 

6.2.2. 阿里云透传 

阿里云模式下，用户设置的 IP 地址和端口将不被使用，用户仅需要设置 productkey、devi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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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secret就可以连接到阿里云平台.此时用户设置的用户名代表productkey，密码代表devicesecret，

clientId 代表 devicename。 

在连接设备前，用户必须确保阿里云平台已经创建好产品和设备，并记录 productkey、devicename、

devicesecret 这三个关键信息。下面演示了创建产品和设备，并连接设备通讯的过程： 

用户打开浏览器搜索阿里云进入阿里云网页，然后找到 产品->物联网 ioT->企业物联网平台点击进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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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控制台： 

 

点击公共实例: 

 

点击产品->创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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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产品信息->点击确认，创建好了一个产品，然后在产品下创建一个设备：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07/2022 

  www.ashining.com      

© 2022                                                 400-876-2288  

A600-CAT1(04)-TTL 
 

30 

 

点击设备数后面的连接：前往管理： 

 

点击添加设备,然后输入设备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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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详情页，点击查看 devicesecret，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三个连接参数（productkey、

devicename、devicesecret）的值： 

 

 

模块上电，进入 AT 指令模式，打开 A600-C(04)(04) config.exe,设置好串口参数，在 mqtt 页将上

一步获取的三个参数填入相应的输入框，点击写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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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阿里云不支持订阅状态保持，所以需要将连接选项中，服务器是否保存当前客户端订阅状态需

设为 CLEAN. 

打开产品详情页，点击 Topic 类列表，点击自定义 Topic，点击定义 Topic 类，输入 topic 类型和名

称，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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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制 新 建 的 topic 到 配 置 软 件 输 入 框 ， 将 $(deviceName) 替 换 为 刚 才 新 建 的 设 备 的 名

称”A600_CAT1_04_01”,即：/a1hnDoS7AJM/A600_CAT1_04_01/user/testtop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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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阿里云平台不支持持久消息，所以需要设置是否设置发布的消息为持久消息为 FALSE。

阿里云支持 Qos 为 0 或者 1，不支持 Qos 为 2。 

 

 

 

 

 

 

 

 

6.2.3. OneNet 云透传 

阿里云模式下，用户设置的 IP 地址和端口将不被使用，用户仅需要设置 productId、deviceId、

devicekey 就可以连接到 OneNet 云平台.此时用户设置的用户名代表 productId，密码代表 devicekey，

clientId 代表 deviceId。 

在连接设备前，用户必须确保 OneNet 云平台已经创建好产品和设备，并记录 productId、deviceId、

devicekey 这三个关键信息。下面演示了创建产品和设备，并连接设备通讯的过程： 

用户打开浏览器搜索阿里云进入 OneNet 首页，然后找到 产品服务->MQTT 物联网套件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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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产品： 

 

输入产品信息，点击确定产品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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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产品列表中的产品，进入产品概况，记录产品 ID，点击左侧设备列表，点击添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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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设备名称，点击确定即添加好一个设备，点击详情，记录设备名称和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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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OneNet 帮助文档中设备开发指南->协议规范记录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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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A600-C(04)(04) config.exe,设置 MQTT 模式为 ONENET，设置连接选项保活时间 60 是，保

存当前客户端订阅状态为 KEEP，设置用户名为记录的产品 ID，密码为记录的 deviceKey，clientID 为记

录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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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订阅规范我们设置订阅： 

数据发布成功或失败的反馈 topic：$sys/477738/A600_CAT1_4_device1/dp/post/json/+ 

设置数据点上行 topic：$sys/477738/A600_CAT1_4_device1/dp/pos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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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工作模式为 WORK，设置 UART0 数据通道传输模式为 MQTT 模式，点击设备复位，模块开始

根据参数自动连接到 OneNet 云平台： 

 

 升级 

 

模块支持串口升级、URL 升级和云升级。多样化的升级方式可以提供给用户更灵活维护方式。 

 

 串口升级 

 

串口升级是指用户通过 A600-CAT(04) config.exe 上位机向模块发送加密固件包的方式进行升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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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升级前必须先得到加密的固件包，固件包一般由泽耀科技提供。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升级用到的串口。 

2、确保此串口处于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章节)，按设定参数打开串口。 

3、选择固件包。 

 

4、设置固件版本号，点击升级选项卡，按 ctrl+x 弹出设置版本号的窗口，输入版本信息。 

 

5、点击开始升级。 

6、升级完成，模块会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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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升级 

 

URL 升级是指将固件网络地址 URL 通过 AT 指令的方式告知模块，从而实现升级的方式。因此 URL

升级可通过串口和短信的方式来实现，用户只需要发送一条 AT 指令就可以轻松实现升级。此 AT 指令详

细参见 AT 指令章节。 

串口 URL 升级是通过串口发送 URL AT 指令通知模块下载指定固件来实现升级。步骤： 

1、选择升级用到的串口。 

2、确保此串口处于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章节)，按设定参数打开串口。 

3、获取固件的 URL 地址和版本号,如版本号”A600-C(04)(04)-V1.0.2”，URL 地

址”http://192.168. 1.5/down/app_zeyao.bin”。 

4、发送 AT 指令：AT+UTUPDATE=HTTP,”A600-C(04)(04)-

V1.0.2”,”http://192.168.1.5/down/ app_zeyao.bin”。用户也可以通过上位机输入来升级，按

ctrl+x 设置版本，输入 URL 地址，点击下载升级即可。 

 

5、等待串口返回总共下载的字节数，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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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 URL 升级是通过管理员手机号码发送 URL AT 指令通知模块下载指定固件来实现升级。能实现

短信 URL 升级的条件是 (1)必须允许模块接受短信 AT 指令；(2)必须添加管理员号码，且为管理员号码发

起的升级指令。步骤： 

1、设置短信 AT 指令开关为 ALL 或者 ADMIN。 

2、添加短信管理员号码(参考 AT 指令章节)，然后重启模块。 

3、用管理员号码编辑短信 AT 指令发送到模块的 SIM 卡号码：

AT+UTUPDATE=HTTP,”version”,”urladdr”，其中 version 处为固件版本号，urladdr 为固件

的网络地址。 

4、等待返回”OK”和”update successful”,代表升级成功。 

5、若返回”ERROR: No Permission”，代表发送升级的不是管理员号码，无权升级。 

 

 

 

 

 云升级 

 

云升级是指通过泽耀云平台对模块进行升级。A600-C(04)模块的升级和配置需要和 UART0 或 UART1

数据通道共用一个 MQTT 连接。其升级步骤如下： 

1、在 AT 指令模式下设置配置升级和通道共用的连接，为(MQ232)UART0 数据通道使用的 MQTT

连接，或者(MQ485)UART1 数据通道使用的 MQTT 连接。 

2、若绑定 MQ232，则设置设置 UART0 数据通道 mqtt 连接参数(参考 MQTT 章节)，重启模块，

使其连接到平台上的某一 IOT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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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浏览器上登录泽耀云平台，观察连接的设备是否显示在线。 

4、若设备在线，点击升级按钮，选择升级固件，点击开始升级，观察进度条到 100%，说明升级成

功。 

 

 

 

 

 

 

 

 云配置 

云配置是通过泽耀云平台向模块发送配置文件的方式来实现参数配置。使用此功能，A600- CAT1(04)

模块的升级和配置需要和 UART0 或 UART1 数据通道共用一个 MQTT 连接（同云升级）。然后用户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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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机生成一个网络配置文件。步骤如下： 

1、在 AT 指令模式下设置配置升级和通道共用的连接，为(MQ232)UART0 数据通道使用的 MQTT

连接，或者(MQ485)UART1 数据通道使用的 MQTT 连接。 

2、若绑定 MQ232，则设置设置 UART0 数据通道 mqtt 连接参数(参考 MQTT 章节)，重启模块，

使其连接到平台上的某一 IOT 设备。 

 

3、在浏览器上登录泽耀云平台，观察连接的设备是否显示在线。 

 

以上步骤设置好后，之后的某个时间，若用户需要对模块进行参数修改，就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远

程配置。 

4、打开 A600-C(04)(04) config 上位机，选中需要设置的参数，将参数值设置为需要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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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菜单参数->将当前选中参数保存为网络配置文件。 

6、在泽耀云平台上点击升级按钮，选择上一步生成的配置文件，点击开始配置，等待配置进度条到

100%,代表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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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口心跳包 

串口心跳包用于模块在通讯模式下每隔一段时间向 UART0 或者 UART1 串口发送一包固定的数据，

使用串口心跳包，需要设置心跳的时间间隔和心跳数据。如果设置心跳时间间隔为 0，代表关闭串口心跳

包。 

下面设置 UART0 的串口心跳包参数： 

1．进入 AT 指令模式，参考 AT 指令节。 

2．发送”AT+ UART1_HTP=40,313233343536”命令，设置 UART0 心跳时间为 40s，心跳数据

HEX：313233343536，ASCII：123456. 

 

 AT 指令 

6.6.1. 功能概述 

模块有专门的模式用于接收和处理 AT 指令，即 AT 指令模式，只有在此模式下模块收到的数据才被

当作指令被执行，在通讯运行模式中模块收到的数据全部被当作数据。 

从通讯运行模式切换到 AT 指令模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通讯波特率必须保持和模块一致，如果波特率不一致，可以长按按键至 SET 灯亮然后马上松手

（注意不要等到 SET 灯熄灭后再松手），这时串口参数恢复到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bits，无

校验位，一位停止位。此串口参数零时有效，若系统复位，串口参数回到按下按键之前。 

2、 模块需要接收一帧进入 AT 指令模式的数据，且此帧数据必须保证前后数据相隔时间大于打包时

间。这帧数据由用户自定义，出场默认数据为 HEX： 3C2D3E(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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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设置进入通讯运行模式，模块会检测所设置的通讯参数是否正确，若某串口数据通道参数不正确

或者此数据通道通讯模式为 NONE，则此通道将不会继续运行，而转为 AT 指令通道，即此通道串口收到

的数据被当作 AT 指令执行。 

 

AT 指令主要用于参数配置、执行操作及系统控制。AT 指令分为串口 AT 指令、短信 AT 指令，两者功

能一致，只是指令的来源不同。 

串口 AT 指令是模块在 AT 指令模式下的默认功能。模块工作在 AT 指令模式下，用户可以随时通过串

口发送 AT 指令控制模块。 

短信 AT 指令是可选配置项，用户启用短信 AT 指令功能，若接受模式是(ADMIN)只接收管理员号码

的 AT 指令，则至少添加一个管理员电话号码，才能使用短信 AT 指令。若接受模式是(ALL)接受所有短信

AT 指令，则任意号码都可以发送 AT 指令来控制模块。模块工作在透传模式，只处理短信收到的 AT 指令。 

所有 AT 指令都可以使用同一个 AT 指令密码，AT 指令密码默认为空不打开。若用户使用 AT 指令密

码，需要打开密码开关，同时设置相应的密码。若开关打开且密码已经存在，则只有在 AT 指令前面添加

密码，AT 指令才会被执行，否则报错。 

使用 AT 指令修改参数后，参数不会立即生效，需重启模块后才生效。 

 

AT 指令的一般格式: 

查询指令：[AT 指令密码][指令头][指令名称][结束标志]； 

设置指令：[AT 指令密码][指令头][指令名称][=][参数表][结束标志]； 

执行指令：[AT 指令密码][指令头][指令名称][结束标志]。 

AT 指令的反馈一般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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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指令：[+][指令名称][:][参数表][结束标志] [成功标志]； 

设置指令：设置成功：( [+][指令名称][=][参数表][结束标志]部分指令此部分被省略 )[成功标志]；  

           设置失败：[失败标志][失败原因][结束标志] 

执行指令：[成功标志]。 

           执行失败：[失败标志][失败原因][结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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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和举例： 

[AT 指令密码] AT 指令密码是连同 AT 指令一起，添加在 AT 指令前面的一串用户自定义字符串。模

块在 AT 指令模式下如果打开了 AT 指令密码开关，那么从设置 AT 指令密码的指令执行

完开始，用户无论从何处输入一条 AT 指令，模块都会首先查询输入的指令首部是否为设

定的 AT 指令密码，只有首部的字符串和设定的 AT 指令密码完全匹配，AT 指令密码之后

的 AT 指令才会得到执行，否则将报错（如果用户关闭密码错误反馈开关，将不会有反馈）。 

模块出厂默认 AT 指令密码是“123456”，AT 指令密码开关被关闭，AT 指令前面不

添加 AT 指令密码。 

[指令头] 固定为字符串“AT+” 

[指令名称] 区分不同功能指令的字符串，不同的指令名称不同 

[参数表] 根据功能不同，参数个数有差异，参数之间用“,”隔开。参数种类分为数值参数、选

择型参数、字符串参数和 HEX 数据参数。 

数值参数是一个用文本表示的十进制数。 

选择型参数只能在给定的几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作为参数。 

字符串参数为一系列可打印字符，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 

HEX 参数是一串用十六进制表示的数据，每两个十六进制数据代表一个字节，因此

HEX 参数长度必须为偶数。 

[结束标志] AT 指令结束标志为“\r\n”([CR][LF]) 

[成功标志] “\r\nOK\r\n”([CR][LF]OK[CR][LF]) 

[失败标志] “\r\nERROR: ”([CR][LF]ERROR: ) 

[失败原因] 用英文显示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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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举例 输入 123456AT+UART1=?\r\n 

反馈 +UART1:115200,8,1,NONE,750,10\r\n\r\nOK\r\n 

设置举例 输入 123456AT+UART1=115200,8,1,NONE,1000,10\r\n 

反馈 +UART1=115200,8,1,NONE,1000,10\r\n\r\nOK\r\n 

执行举例 输入 123456AT+UTCFGSV1\r\n 

反馈 \r\nOK\r\n 

表 7-6-1 

 

 

 

 

 

 

6.6.2. AT 指令错误代码 

该模块部分错误代码如下表： 

错误代码 含义 

ERROR: Undefined cmd 指令未定义 

ERROR: Incorrect cmd format 格式错误 

ERROR: Parameter out of limit 参数超出范围 

ERROR: Unexecutable cmd 不能执行的指令 

ERROR: Does not support query 不支持查询 

ERROR: Does not support settings 不支持设置 

ERROR: Does not support execution 不支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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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ncorrect parameters 参数不准确 

ERROR: AT password wrong 密码错误 

ERROR: Cmd execute timeout 命令执行超时 

ERROR: The data length is wrong 数据长度错误 

ERROR: No Permission 没有权限 

表 7-6-2 

6.6.3. AT 指令解析 

指令名称 描述 

AT 功能 测试指令，固定返回[CR][LF]OK[CR][LF] 

UTVER 功能 查询模块软硬件版本号 

UTCFGSV 功能 恢复出厂设置 

UTWKMODE 功能 查询设置模块运行模式 

查询 AT+UTWKMODE=?[CR][LF] 

+UTWKMODE:runmode[CR][LF] [CR][LF]OK[CR][LF] 

设置 AT+UTWKMODE=runmode[CR][LF] 

+UTWKMODE=runmode[CR][LF] [CR][LF]OK[CR][LF] 

参数 runmode 运行模式，默认值 CFG，范围[CFG,WORK][AT 指令模式,

通讯模式] 

UTCHMODE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工作模式 

查询 AT+UTCHMODE1=?[CR][LF] 

+UTCHMODE1:workmode[CR][LF] [CR][LF]OK[CR][LF] 

设置 AT+UTCHMODE1=workmode[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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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HMODE1=workmode[CR][LF] [CR][LF]OK[CR][LF] 

参数 workmode 工 作 模 式 ， 默 认 值 NONE ， 范 围

[NONE,TCPUDP,MQTT][ 关 闭 通 道 透 传 , TCPUDP 模

式,MQTT 模式] 

UTCHMODE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工作模式 

查询 AT+UTCHMODE2=?[CR][LF] 

+UTCHMODE2:workmode[CR][LF] [CR][LF]OK[CR][LF] 

设置 AT+UTCHMODE2=workmode[CR][LF] 

+UTCHMODE2=workmode[CR][LF] [CR][LF]OK[CR][LF] 

参数 workmode 工 作 模 式 ， 默 认 值 NONE ， 范 围

[NONE,TCPUDP,MQTT][ 关 闭 通 道 透 传 , TCPUDP 模

式,MQTT 模式] 

UTPAT 功能 查询设置 AT 指令参数 

查询 AT+UTPAT=?[CR][LF] 

+UTPAT:reshow,pwden,pwd[CR][LF][CR][LF]OK[CR][LF] 

设置 AT+UTPAT=reshow,pwden,pwd[CR][LF] 

+UTPAT=reshow,pwden,pwd[CR][LF][CR][LF]OK[CR][LF] 

参数 reshow 回显开关，默认值 ENABLE，范围[DISABLE,ENABLE] 

pwden AT指令密码开关，默认DISABLE,范围[DISABLE,ENABLE] 

pwd AT 指令密码，默认”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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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LGCFG 功能 查询设置进入 AT 指令模式的串口控制帧 

查询 AT+UTFLGCFG=?[CR][LF] 

+UTFLGCFG:flg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UTFLGCFG=flgdata[CR][LF] 

+UTFLGCFG=flg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flgdata 控制帧数据，默认值 3C2D3E，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个

字节，长度不超过 2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数 

UTICCID 功能 查询 ICCID 

查询 AT+UTICCID=?[CR][LF] 

+UTICCID:<iccid>[CR][LF][CR][LF]OK[CR][LF] 

参数 Iccid ICCID 码。 

UTIMEI 功能 查询 IMEI 

查询 AT+UTIMEI=?[CR][LF] 

+UTIMEI:<imei>[CR][LF][CR][LF]OK[CR][LF] 

参数 imei IMEI 码。 

UTIMSI 功能 查询 IMSI 

查询 AT+UTIMSI=?[CR][LF] 

+UTIMSI:<imsi>[CR][LF][CR][LF]OK[CR][LF] 

参数 imsi IMSI 码。 

UART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串口参数 

查询 AT+UART1=?[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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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1: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CR][LF]OK

[CR][LF] 

设置 AT+UART1=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 

+UART1=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CR][LF]O

K [CR][LF] 

参数 baud 波特率，默认值 9600，范围[1200-230400] 

databits 数据位，默认值 8，范围[7,8]，选择 8 位时，paritybits 必

须为 NONE 

stopbits 停止位，默认值 1，范围[0.5,1,1.5,2] 

paritybits 校验位，默认值 NONE，范围[NONE,ODD,EVEN]，选择

ODD,EVEN 时，databits 必须为 7 位 

paklen 串口打包长度，默认值 1024，范围[10,1024] 

paktim 串口打包时间，默认值 10，范围[3-1000],单位为 5ms， 

UART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串口参数 

查询 AT+UART2=?[CR][LF] 

+UART2: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CR][LF]OK

[CR][LF] 

设置 AT+UART2=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 

+UART2=baud,databits,stopbits,paritybits,paklen,paktim[CR][LF][CR][LF]O

K [CR][LF] 

参数 baud 波特率，默认值 9600，范围[1200-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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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its 数据位，默认值 8，范围[7,8]，选择 8 位时，paritybits 必

须为 NONE 

stopbits 停止位，默认值 1，范围[0.5,1,1.5,2] 

paritybits 校验位，默认值 NONE，范围[NONE,ODD,EVEN]，选择

ODD,EVEN 时，databits 必须为 7 位 

paklen 串口打包长度，默认值 1024，范围[10,1024] 

paktim 串口打包时间，默认值 10，范围[3-1000],单位为 5ms， 

UART1HTP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串口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UART1_HTP=?[CR][LF] 

+UART1_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UART1_HTP=time,data[CR][LF] 

+UART1_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值 30s，范围[0-65534]，当此参数为 0，

代表关闭 UART0 串口心跳包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617368696E696E67323332，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

符串长度必须为偶数 

UART2HTP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串口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UART2_HTP=?[CR][LF] 

+UART2_HTP:time,data[CR][LF] [CR][LF]OK[CR][LF] 

设置 AT+UART2_HTP=time,data[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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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2_HTP=time,data[CR][LF][CR][LF]OK [CR][LF] 

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值 30s，范围[0-65534]，当此参数为 0，

代表关闭 UART1 串口心跳包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617368696E696E67323332，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

符串长度必须为偶数 

NETCSQ 功能 查询当前信号质量 

查询 AT+NETCSQ=?[CR][LF] 

+NETCSQ:rssi[CR][LF][CR][LF]OK [CR][LF] 

参数 rssi 信号质量，范围[0-31]，如果显示 99 代表没有信号，或者

极其微弱 

NETAPN 功能 查询设置 APN 参数 

查询 AT+NETAPN=?[CR][LF] 

+NETAPN:apn,username,pwd,authtyp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NETAPN=apn,username,pwd,authtype[CR][LF] 

+NETAPN=apn,username,pwd,authtype[CR][LF][CR][LF]OK[CR][LF] 

参数 apn APN 名称，默认 CMNET，长度不超过 40 的字符串 

username 用户名，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40 的字符串 

pwd 密码，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40 的字符串 

authtype 鉴权方式，默认 DEFAULT，范围[DEFAULT, PAP,CHAP] 

NETLOCIP 功能 删除指定的管理员号码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07/2022 

  www.ashining.com      

© 2022                                                 400-876-2288  

A600-CAT1(04)-TTL 
 

60 

查询 AT+NETLOCIP=?[CR][LF] 

+NETLOCIP=locip[CR][LF][CR][LF]OK[CR][LF] 

参数 locip 本地 IP 地址 

ETHSOCKEN1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开关 

查询 AT+ ETHSOCKEN1=?[CR][LF] 

+ETHSOCKEN1: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SOCKEN1=en[CR][LF] 

+ETHSOCKEN1=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ENABLE,DISABLE] 

ETHSOCKEN2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开关 

查询 AT+ ETHSOCKEN2=?[CR][LF] 

+ ETHSOCKEN2: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 ETHSOCKEN2=en[CR][LF] 

+ ETHSOCKEN2=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ENABLE,DISABLE] 

ETHSOCKEN3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开关 

查询 AT+ ETHSOCKEN3=?[CR][LF] 

+ ETHSOCKEN3: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 ETHSOCKEN3=en[CR][LF] 

+ ETHSOCKEN3=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ENABLE,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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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SOCKEN4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开关 

查询 AT+ETHSOCKEN4=?[CR][LF] 

+ETHSOCKEN4: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SOCKEN4=en[CR][LF] 

+ETHSOCKEN4=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ENABLE,DISABLE] 

ETHCH1S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1SP=?[CR][LF] 

+ETHCH1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SP=protocol,ipaddr,port[CR][LF] 

+ETHCH1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protocol 协议类型，默认 TCP，范围[TCP,UDP]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port 端口号，默认为 0，范围[0-65535] 

ETHCH2S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2SP=?[CR][LF] 

+ETHCH2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SP=protocol,ipaddr,port[CR][LF] 

+ETHCH2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protocol 协议类型，默认 TCP，范围[TCP,UDP]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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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端口号，默认为 0，范围[0-65535] 

ETHCH3S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32SP=?[CR][LF] 

+ETHCH3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SP=protocol,ipaddr,port[CR][LF] 

+ETHCH3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protocol 协议类型，默认 TCP，范围[TCP,UDP]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port 端口号，默认为 0，范围[0-65535] 

ETHCH4S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4SP=?[CR][LF] 

+ETHCH4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SP=protocol,ipaddr,port[CR][LF] 

+ETHCH4SP=protocol,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protocol 协议类型，默认 TCP，范围[TCP,UDP]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port 端口号，默认为 0，范围[0-65535] 

ETHCH1SER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是否启用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 

查询 AT+ETHCH1SERM=?[CR][LF] 

+ETHCH1SERM: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SERM=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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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CH1SERM=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

[DISABLE,ENABLE] 

ETHCH2SER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是否启用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 

查询 AT+ETHCH2SERM=?[CR][LF] 

+ETHCH2SERM: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SERM=en[CR][LF] 

+ETHCH2SERM=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

[DISABLE,ENABLE] 

ETHCH3SER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是否启用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 

查询 AT+ETHCH3SERM=?[CR][LF] 

+ETHCH3SERM: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SERM=en[CR][LF] 

+ETHCH3SERM=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

[DISABLE,ENABLE] 

ETHCH4SER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是否启用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 

查询 AT+ETHCH4SERM=?[CR][LF] 

+ETHCH4SERM:e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SERM=en[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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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CH4SERM=en[CR][LF][CR][LF]OK[CR][LF] 

参数 en modbusTCP/RTU 自动转换开关，默认 DISABLE，范围

[DISABLE,ENABLE] 

ETHCH1CACHT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缓存超时时间 

查询 AT+ETHCH1CACHT=?[CR][LF] 

+ETHCH1CACHT: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CACHT=time[CR][LF] 

+ETHCH1CACHT=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缓存超时时间，默认 100s，范围[1-65534] 

ETHCH2CACHT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缓存超时时间 

查询 AT+ETHCH2CACHT=?[CR][LF] 

+ETHCH2CACHT: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CACHT=time[CR][LF] 

+ETHCH2CACHT=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缓存超时时间，默认 100s，范围[1-65534] 

ETHCH3CACHT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缓存超时时间 

查询 AT+ETHCH3CACHT=?[CR][LF] 

+ETHCH3CACHT: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CACHT=time[CR][LF] 

+ETHCH3CACHT=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缓存超时时间，默认 100s，范围[1-6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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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CH4CACHT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缓存超时时间 

查询 AT+ETHCH4CACHT=?[CR][LF] 

+ETHCH4CACHT: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CACHT=time[CR][LF] 

+ETHCH4CACHT=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缓存超时时间，默认 100s，范围[1-65534] 

ETHCH1HT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ETHCH1HTP=?[CR][LF] 

+ETHCH1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HTP=time,data[CR][LF] 

+ETHCH1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 30s，范围[0-65534]，如果心跳时间为 0，

代表关闭此 socket 心跳包功能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313233343536，每两个 HEX 字符代

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

为偶数 

ETHCH2HT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ETHCH2HTP=?[CR][LF] 

+ETHCH2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HTP=time,data[CR][LF] 

+ETHCH2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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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 30s，范围[0-65534]，如果心跳时间为 0，

代表关闭此 socket 心跳包功能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313233343536，每两个 HEX 字符代

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

为偶数 

ETHCH3HT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ETHCH3HTP=?[CR][LF] 

+ETHCH3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HTP=time,data[CR][LF] 

+ETHCH3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 30s，范围[0-65534]，如果心跳时间为 0，

代表关闭此 socket 心跳包功能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313233343536，每两个 HEX 字符代

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

为偶数 

ETHCH4HT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心跳包参数 

查询 AT+ETHCH4HTP=?[CR][LF] 

+ETHCH4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HTP=time,data[CR][LF] 

+ETHCH4HTP=tim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心跳时间，默认 30s，范围[0-65534]，如果心跳时间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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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关闭此 socket 心跳包功能 

data 心跳数据，默认值 313233343536，每两个 HEX 字符代

表一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

为偶数 

ETHCH1RG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注册包参数 

查询 AT+ETHCH1RGP=?[CR][LF] 

+ETHCH1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RGP=mode,data[CR][LF] 

+ETHCH1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注册包模式，默认 NONE，范围[NONE,CONN,DT][关闭，

连接时发送，作为数据包头] 

data 数据，默认值 363534333231，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

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

数 

ETHCH2RG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注册包参数 

查询 AT+ETHCH2RGP=?[CR][LF] 

+ETHCH2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RGP=mode,data[CR][LF] 

+ETHCH2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注册包模式，默认 NONE，范围[NONE,CONN,DT] [关闭，

连接时发送，作为数据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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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数据，默认值 363534333231，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

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

数 

ETHCH3RG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注册包参数 

查询 AT+ETHCH3RGP=?[CR][LF] 

+ETHCH3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RGP=mode,data[CR][LF] 

+ETHCH3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注册包模式，默认 NONE，范围[NONE,CONN,DT] [关闭，

连接时发送，作为数据包头] 

data 数据，默认值 363534333231，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

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

数 

ETHCH4RGP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注册包参数 

查询 AT+ETHCH4RGP=?[CR][LF] 

+ETHCH4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RGP=mode,data[CR][LF] 

+ETHCH4RGP=mode,data[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注册包模式，默认 NONE，范围[NONE,CONN,DT] [关闭，

连接时发送，作为数据包头] 

data 数据，默认值 363534333231，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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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节，长度不超过 100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

数 

  

ETHCH1RETRA

NS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重传次数 

查询 AT+ETHCH1RETRANS=?[CR][LF] 

+ETHCH1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RETRANS=retrans[CR][LF] 

+ETHCH1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参数 retrans 重传次数，默认 3，范围[1-254] 

  

ETHCH2RETRA

NS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重传次数 

查询 AT+ETHCH2RETRANS=?[CR][LF] 

+ETHCH2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RETRANS=retrans[CR][LF] 

+ETHCH2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参数 retrans 重传次数，默认 3，范围[1-254] 

  

ETHCH3RETRA

NS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重传次数 

查询 AT+ETHCH3RETRANS=?[CR][LF] 

+ETHCH3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RETRANS=retrans[CR][LF] 

+ETHCH3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参数 retrans 重传次数，默认 3，范围[1-254]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重传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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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CH4RETRA

NS 

查询 AT+ETHCH4RETRANS=?[CR][LF] 

+ETHCH4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RETRANS=retrans[CR][LF] 

+ETHCH4RETRANS=retrans[CR][LF][CR][LF]OK[CR][LF] 

参数 retrans 重传次数，默认 3，范围[1-254] 

  

ETHCH1RECON

T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 

查询 AT+ETHCH1RECONTM=?[CR][LF] 

+ETHCH1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RECONTM=time[CR][LF] 

+ETHCH1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断开重连接时间，默认 30s，范围[0-254] ， 如果此参数

为 0，代表关闭断开重连接功能 

  

ETHCH2RECON

T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 

查询 AT+ETHCH2RECONTM=?[CR][LF] 

+ETHCH2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RECONTM=time[CR][LF] 

+ETHCH2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断开重连接时间，默认 30s，范围[0-254] ， 如果此参数

为 0，代表关闭断开重连接功能 

  

ETHCH3RECON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 

查询 AT+ETHCH3RECONTM=?[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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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ETHCH3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RECONTM=time[CR][LF] 

+ETHCH3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断开重连接时间，默认 30s，范围[0-254] ， 如果此参数

为 0，代表关闭断开重连接功能 

  

ETHCH4RECON

TM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断开重连接时间间隔 

查询 AT+ETHCH4RECONTM=?[CR][LF] 

+ETHCH4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RECONTM=time[CR][LF] 

+ETHCH4RECONTM=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断开重连接时间，默认 30s，范围[0-254]， 如果此参数

为 0，代表关闭断开重连接功能 

ETHCH1STC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1 短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1STC=?[CR][LF] 

+ETHCH1STC: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1STC=time[CR][LF] 

+ETHCH1STC=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短连接空闲下线时间，默认 0，范围[0-65534]，如果此参

数为 0，代表关闭短连接功能 

ETHCH2STC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2 短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2STC=?[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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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CH2STC: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2STC=time[CR][LF] 

+ETHCH2STC=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短连接空闲下线时间，默认 0，范围[0-65534]，如果此参

数为 0，代表关闭短连接功能 

ETHCH3STC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3 短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3STC=?[CR][LF] 

+ETHCH3STC: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3STC=time[CR][LF] 

+ETHCH3STC=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短连接空闲下线时间，默认 0，范围[0-65534]，如果此参

数为 0，代表关闭短连接功能 

ETHCH4STC 功能 查询设置 socket4 短连接参数 

查询 AT+ETHCH4STC=?[CR][LF] 

+ETHCH4STC:ti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ETHCH4STC=time[CR][LF] 

+ETHCH4STC=time[CR][LF][CR][LF]OK[CR][LF] 

参数 time 短连接空闲下线时间，默认 0，范围[0-65534]，如果此参

数为 0，代表关闭短连接功能 

MQTTMODE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模式 

查询 AT+MQTTMODE1=?[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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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MODE1:mod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MODE1=mode[CR][LF] 

+MQTTMODE1=mode[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MQTT 模 式 ， 默 认 NONE( 关 闭 ) ， 范 围

[NONE,NORMAL,ONENET,ALIYUN] 

MQTTMODE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模式 

查询 AT+MQTTMODE2=?[CR][LF] 

+MQTTMODE2:mod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MODE2=mode[CR][LF] 

+MQTTMODE2=mode[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MQTT 模 式 ， 默 认 NONE( 关 闭 ) ， 范 围

[NONE,NORMAL,ONENET,ALIYUN] 

MQTTHOST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服务器地址参数 

查询 AT+MQTTHOST1=?[CR][LF] 

+MQTTHOST1: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HOST1=ipaddr,port[CR][LF] 

+MQTTHOST1=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port 端口号，默认 0，范围[0:65535] 

MQTTHOST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服务器地址参数 

查询 AT+MQTTHOST2=?[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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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HOST2: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HOST2=ipaddr,port[CR][LF] 

+MQTTHOST2=ipaddr,port[CR][LF][CR][LF]OK[CR][LF] 

参数 ipaddr IP 地址，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64 的字符串 

port 端口号，默认 0，范围[0:65535] 

MQTTUSER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用户名 

查询 AT+MQTTUSER1=?[CR][LF] 

+MQTTUSER1:userna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USER1=username[CR][LF] 

+MQTTUSER1=username[CR][LF][CR][LF]OK[CR][LF] 

参数 username 用户名，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255 的字符串 

MQTTUSER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用户名 

查询 AT+MQTTUSER2=?[CR][LF] 

+MQTTUSER2:usernam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USER2=username[CR][LF] 

+MQTTUSER2=username[CR][LF][CR][LF]OK[CR][LF] 

参数 username 用户名，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255 的字符串 

MQTTPWD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密码 

查询 AT+MQTTPWD1=?[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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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PWD1:pwd[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PWD1=pwd[CR][LF] 

+MQTTPWD1=pwd[CR][LF][CR][LF]OK[CR][LF] 

参数 pwd 密码，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255 的字符串 

MQTTPWD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密码 

查询 AT+MQTTPWD2=?[CR][LF] 

+MQTTPWD2:pwd[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PWD2=pwd[CR][LF] 

+MQTTPWD2=pwd[CR][LF][CR][LF]OK[CR][LF] 

参数 pwd 密码，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255 的字符串 

MQTTCLIENTID

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clientId 

查询 AT+MQTTCLIENTID1=?[CR][LF] 

+MQTTCLIENTID1:clientId[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CLIENTID1=clientId[CR][LF] 

+MQTTCLIENTID1=clientId[CR][LF][CR][LF]OK[CR][LF] 

参数 clientId clientId，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128 的字符串 

MQTTCLIENTID

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clientId 

查询 AT+MQTTCLIENTID2=?[CR][LF] 

+MQTTCLIENTID2:clientId[CR][LF][CR][LF]OK[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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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T+MQTTCLIENTID2=clientId[CR][LF] 

+MQTTCLIENTID2=clientId[CR][LF][CR][LF]OK[CR][LF] 

参数 clientId clientId，默认为空，长度不超过 128 的字符串 

MQTTOPT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连接选项 

查询 AT+MQTTOPT1=?[CR][LF] 

+MQTTOPT1: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OPT1=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 

+MQTTOPT1=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CR][LF]OK[CR][LF] 

参数 keepalivetim

e 

保活时间，默认 60s，范围[1:64800] 

cleansession 服务器是否在断开连接后保持订阅状态，默认 KEEP 保持，

范围[CLEAN,KEEP][清除，保持] 

MQTTOPT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连接选项 

查询 AT+MQTTOPT2=?[CR][LF] 

+MQTTOPT2: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OPT2=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 

+MQTTOPT2=keepalivetime,cleansession[CR][LF][CR][LF]OK[CR][LF] 

参数 keepalivetim

e 

保活时间，默认 60s，范围[1:64800] 

cleansession 服务器是否在断开连接后保持订阅状态，默认 KEEP 保持，

范围[CLEAN,KEEP][清除，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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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WILLTPC

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Will 消息的发布 topic 

查询 AT+MQTTWILLTPC1=?[CR][LF] 

+MQTTWILLTPC1:topic[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WILLTPC1=topic[CR][LF] 

+MQTTWILLTPC1=topic[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发布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MQTTWILLTPC

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Will 消息的发布 topic 

查询 AT+MQTTWILLTPC1=?[CR][LF] 

+MQTTWILLTPC1:topic[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WILLTPC1=topic[CR][LF] 

+MQTTWILLTPC1=topic[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发布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MQTTWILLMSG

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 MQTT Will 消息 

查询 AT+MQTTWILLMSG1=?[CR][LF] 

+MQTTWILLMSG1:msg[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WILLMSG1=msg[CR][LF] 

+MQTTWILLMSG1=msg[CR][LF][CR][LF]OK[CR][LF] 

参数 msg 发布的消息，默认为空，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个字节，

长度不超过 255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数 

MQTTWILLMSG

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 MQTT Will 消息 

查询 AT+MQTTWILLMSG2=?[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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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WILLMSG2:msg[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WILLMSG2=msg[CR][LF] 

+MQTTWILLMSG2=msg[CR][LF][CR][LF]OK[CR][LF] 

参数 msg 发布的消息，默认为空，每两个 HEX 字符代表一个字节，

长度不超过 255 字节，HEX 字符串长度必须为偶数 

MQTT1SUB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订阅 1 参数 

查询 AT+MQTT1SUB1=?[CR][LF] 

+MQTT1SUB1: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SUB1=topic,qos[CR][LF] 

+MQTT1SUB1=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1SUB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订阅 2 参数 

查询 AT+MQTT1SUB2=?[CR][LF] 

+MQTT1SUB2: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SUB2=topic,qos[CR][LF] 

+MQTT1SUB2=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1SUB3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订阅 3 参数 

查询 AT+MQTT1SUB3=?[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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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1SUB3: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SUB3=topic,qos[CR][LF] 

+MQTT1SUB3=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2SUB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订阅 1 参数 

查询 AT+MQTT2SUB1=?[CR][LF] 

+MQTT2SUB1: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SUB1=topic,qos[CR][LF] 

+MQTT2SUB1=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2SUB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订阅 2 参数 

查询 AT+MQTT2SUB2=?[CR][LF] 

+MQTT2SUB2: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SUB2=topic,qos[CR][LF] 

+MQTT2SUB2=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2SUB3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订阅 3 参数 

查询 AT+MQTT2SUB3=?[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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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2SUB3:topic,qos[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SUB3=topic,qos[CR][LF] 

+MQTT2SUB3=topic,qos[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MQTT1PUB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发布 1 参数 

查询 AT+MQTT1PUB1=?[CR][LF] 

+MQTT1PUB1: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PUB1=topic,qos,retain[CR][LF] 

+MQTT1PUB1=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MQTT1PUB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发布 2 参数 

查询 AT+MQTT1PUB2=?[CR][LF] 

+MQTT1PUB2: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PUB2=topic,qos,retain[CR][LF] 

+MQTT1PUB2=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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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1PUB3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0 通道发布 3 参数 

查询 AT+MQTT1PUB3=?[CR][LF] 

+MQTT1PUB3: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1PUB3=topic,qos,retain[CR][LF] 

+MQTT1PUB3=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MQTT2PUB1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发布 1 参数 

查询 AT+MQTT2PUB1=?[CR][LF] 

+MQTT2PUB1: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PUB1=topic,qos,retain[CR][LF] 

+MQTT2PUB1=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MQTT2PUB2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发布 2 参数 

查询 AT+MQTT2PUB2=?[CR][LF] 

+MQTT2PUB2: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PUB2=topic,qos,retain[CR][LF] 

+MQTT2PUB2=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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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MQTT2PUB3 功能 查询设置 UART1 通道发布 3 参数 

查询 AT+MQTT2PUB3=?[CR][LF] 

+MQTT2PUB3: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设置 AT+MQTT2PUB3=topic,qos,retain[CR][LF] 

+MQTT2PUB3=topic,qos,retain[CR][LF][CR][LF]OK[CR][LF] 

参数 topic 订阅的主题，默认为空，不超过 255 字节的字符串 

qos 消息等级，默认 0，范围[0:2] 

retain 是否为持久消息，默认 FALSE，范围[FALSE:TRUE] 

UTZYPORT 功能 查询设置用于模块升级和远程配置的泽耀云平台 MQTT 连接绑定在哪个通道上。 

查询 AT+UTZYPORT=?[CR][LF] 

+UTZYPORT:swMq[CR][LF][CR][LF]OK[CR][LF] 

设置 AT+UTZYPORT=swMq[CR][LF] 

+UTZYPORT=swMq[CR][LF][CR][LF]OK[CR][LF] 

参数 swMq 选择 UART0 或者 UART1 通道的 MQTT 连接参数。默认

关闭 DISABLE，范围[MQ232,MQ485,DISABLE]。 

UTUPDATE 功能 URL 升级。通知模块下载指定固件包升级。 

设置 AT+UTUPDATE=way,version,url[CR][LF] 

指令执行成功返回：[CR][LF]OK[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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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过程返回已下载大小：download ok <sucSize>[CR][LF] 

升级失败返回失败原因：[err,errHTTP,errTIMOUT,errCRC,errPackageCrc] [初始

化错误,下载错误,超时错误,传输校验错误,固件包校验错误] 

升级成功返回固件包总大小：appTotalSize:<size>[CR][LF] 

参数 way 升级方式，固定为 HTTP。 

version 版本号，长度不超过 32 字节的字符串。 

url 固件网络 URL 地址，长度不超过 255 的字符串。 

注意 如果此指令从短信发送，整条指令长度不能超过 140 字节，否则指令将被分割成

多条发送到模块，从而出现格式错误。 

SMSMODE 功能 查询设置短信 AT 指令模式 

查询 AT+SMSMODE=?[CR][LF] 

+SMSMODE:mode[CR][LF][CR][LF]OK[CR][LF] 

设置 AT+SMSMODE=mode[CR][LF] 

+SMSMODE=mode[CR][LF][CR][LF]OK[CR][LF] 

参数 mode 短 信 AT 指 令 模 式 ， 默 认 DISABLE ， 范 围

[DISABLE,ALL,ADMIN] 

SMSSEND 功能 发送短信 

设置 AT+SMSSEND=phone,msg[CR][LF] 

[CR][LF]OK[CR][LF] 

参数 phone 短信号码，默认 DISABLE，范围[DISABLE,ALL,ADMIN] 

msg 短消息内容，长度不超过 256 字节的英文字符串，单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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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最大长度 140 个字节，超出部分自动分包到第二条短

信。 

SMSDEL 功能 删除 SIM 卡所有短信 

设置 AT+SMSDEL[CR][LF] 

[CR][LF]OK[CR][LF] 

SMSADM 功能 查询添加短信管理员号码 

查询 AT+SMSADM=?[CR][LF] 

+SMSADM:adms[CR][LF]OK[CR][LF] 

设置 AT+SMSMODE=adm[CR][LF] 

[CR][LF]OK[CR][LF] 

参数 adms 查询到的短信管理员号码列表，每两个号码之间由

[CR][LF]隔开，默认为空 

adm 要添加的管理员号码，长度不超过 32 字节的字符串 

SMSADMDEL 功能 删除指定的管理员号码 

设置 AT+SMSADMDEL=adm[CR][LF] 

[CR][LF]OK[CR][LF] 

参数 adm 要删除的管理员号码，长度不超过 32 字节的字符串 

UTRESET 功能 复位模块 

执行 AT+UTRESET[CR][LF] 

[CR][LF]OK[CR][LF] 

UTSN 功能 查询模块 S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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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AT+UTSN=?[CR][LF] 

+UTSN:sn[CR][LF][CR][LF]OK[CR][LF] 

参数 sn 模块 SN 码 

表 7-6-3 

注意： 

(1)、[LF]代表字符 ‘\n’，[CR]代表字符‘\r’。 

(2)、表中只列出查询设置执行的成功返回结果，如果返回 ERROE，请参考错误代码。 

(3)、无论 UART0 还是 UART1 串口参数，在 AT 指令模式下均保持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

位(NONE),串口打包长度(2048),串口打包时间(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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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信息 

 

 

PCB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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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式 
 

(unit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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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和免责声明 

 

由于随着产品的硬件及软件的不断改进，此规格书可能会有所更改，最终应以最新版规格书为准。 

使用本产品的用户需要到官方网站关注产品动态，以便用户及时获取到本产品的最新信息。 

本规格书所用到的图片、图表均为说明本产品的功能，仅供参考。 

本规格书中的测量数据均是我司在常温下测得的，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实测为准。 

成都泽耀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对本规格书中的所有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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